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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汽车保养

架在钢管上的圆锥体，会自动
从低处“滚”向高处；没有琴弦的
琴也能奏出动听的音乐……3 月 22
日，县科协邀请科普大篷车驶进留
凤关中心小学，“无弦琴”、“记忆力
测试器”、 “3D 立体图片”等趣味性
和知识性强的科普展示仪器给这里
的 400 余名师生送来一道丰盛的科

普“大餐”。
据了解，我县科普知识走进校园

活动自 2011 年 3 月开始以来，已行
程近千公里，开展各类活动 10 场，
受益学生 6000 余人。县科协负责人
表示，今后，科普知识走进校园活动
还将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将大
篷车驶进更多的乡村校园。    （何鹏）

本报讯  3 月 23 日，我县公安局民警

经过 18 个小时围追堵截，成功将公安部通

缉的A级在逃人员朱某抓获。

3 月 22 日 18 时 40 分，我县公安局接

到省、市公安机关通报，指令全力查缉抓

捕公安部 A 级通缉在逃人员朱某。接到通

报后，县公安局迅速组织全局 400 余名民

警在县内交通要道出口设卡堵截。同时，

警方对全县旅店、网吧、洗浴中心、出租

屋等嫌疑人易藏匿之地开展查缉摸排。3

月 23 日 13 时许，朱某化装后乘坐出租车

逃往甘肃时，被设卡民警识破，后慌不择

路向附近山林逃窜。接到消息后，各路民

警迅速赶来围堵嫌疑人。参战民警翻山渡

河，全力追击，最后成功将朱某抓获。

3 月 25 日，陕西省公安厅、宝鸡市公

安局先后发来贺电，祝贺我县公安局成功

抓获公安部 A 级逃犯，并对全体参战干警

予以诚挚慰问。               （杨建林）

本报讯  近期，我县少体校的运动

员们在教练员指导下，进行强化训练，

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宝鸡市第十届运动

会，力争在宝鸡市十运会中取得好成绩。

3 月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县城一

中学体育场，参加集训的运动员已经投

入到一天紧张的训练之中。该校的一名

学生告诉记者：“去年，我在西安市参

加陕西省传统项目 100 米、200 米田径

比赛，获得冠军。但仍然不能放松，现

在每天坚持训练，到现在还没有回过

家。今年准备参加十运会的长跑项目，

田径项目训练虽然会很枯燥，但现在一

心想在十运会中取得好成绩，为凤县人

民争光。”

少体校校长徐正峰告诉记者，每天

运动员们都积极参加训练，各个项目的

教练也是竭尽全力、严格要求，他们要

通过强化训练，争取在市运会中取得好

成绩。

“县上高度重视这次参赛工作，要求

我县体育代表团要全力以赴夺取胜利，

同时要求要扎实做好服务工作。”副县长

杨建平表示，“凤县之所以提早召开动

员会，提出高要求，其目的就是发动全

体人员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激起激情、

提高自信，让全县人民都来关注这次运

动会。”                    （崔梦麟）

本报讯  “在专家手把手地

指导下，我也学会了核桃苗木的

嫁接技术，除此田间农作物的病

虫防治和管理技术，也得到了提

升！” 日前，在我县河口镇安河

寺村的一片核桃园内，举办了一

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会，该村核

桃种植大户李玉祥谈到当日的培

训会大为赞赏。据悉，从开年之初，

我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

个多月的“科技之春 下乡进村” 

服务活动，市、县农技专家和乡

村 “土秀才”等深入到田间地头，

不仅有精彩的理论讲解，更有实

用易懂的现场“表演”，广受群众

欢迎。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我县

抢抓春耕生产农业科技服务的大

好时机，县科技局、农业局、花

椒果业管理局等 6 家单位组织全县专业技

术人员、县科协邀请市科普讲师团和乡村

“土专家”“田秀才”，组成科技培训服务队，

深入全县各镇村田间地头，紧密围绕农作

物病虫防治、果树管理、特色种养殖等进

行了技术培训。既有课堂上精彩地理论知

识和真实的案例，又有田间地头专家授课

的现身传教。通过专家与学员、学员与学

员之间的多维互动，让经验技术在多层次

地交流碰撞出“科技的火花”，形成了“科

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

术要领直接到人”的培训服务模式；同时

农技人员并针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小麦、

油菜、果树等农作物生长发育中存在的叶

枯、苗黄、生长迟缓等问题，现场为农作

物生长“把脉”，为农户及时“支招”，督

促农户尽快施药追肥、除草灌溉，确保农

作物和果木正常生长。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县共开展科技

下乡活动 50 多场次，印发了各种宣传资料

1.5 万份，实地指导培训果树嫁接、蔬菜种

植、中药材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6000

多人次，查出农作物生长中存在的问题 40

多起，及时为农户开出各类 “药方”20 多种，

受益群众近万人。             （秋夏成）

本报讯  日前，我县的 834.66 万元

粮食综合补贴金已全部通过“一折通”发

放到全县 17247 户农民手中，为春播备耕

和防虫保粮提供资金支持，为今年粮食丰

收打下了基础。

近期，我县财政部门按照“春播前兑

现补贴金”的原则，积极核实农民“一折

通”开户信息，确保 2013 年粮食综合补

贴款及时准确发放到农民手中，发放率在

全市率先达到 100%，为全县 10 万亩粮

田的科学管理提供了保障；县农业部门针

对小麦红蜘蛛、小麦蚜虫和条锈病等病

虫害的防控，在全县开展“防虫保粮”百

日行动，测报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全面开

展病虫草害情况调查，按照“突出重点、

分类实施、全面防控”的原则，全力奋

战 100 天，实现全年全县小麦病虫草害

防控面积达到 5 万亩次，开展小麦病虫

“一喷三防”防控面积 2 万亩次以上，将

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下，确保

全县夏粮丰产丰收；县农机中心在加强

农机购置补贴的同时，及时安排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调试、维修

农业机械，并对农机手就注意事项和使

用保养做现场培训，指导农民深翻地早

保霜，科学准备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

结合今年县域内农资需求旺季提前、中

高档化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情况，凤

县农资公司提前谋划，筹集资金 60 余万

元，从春节后就开始加班加点，截至当

前已向全县各基层农资网点配送化肥 700

余吨，农地膜 20 余吨，保证了广大农民

春播期间的农资供应。         （刘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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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篷 车”驶进乡村校园

备战宝鸡十运会    苦练争创好成绩

A 级通缉逃犯在我县落网 

对于汽车的保养，每
一个季节都有着各自的保
护方法。春季应该如何保
养的爱车？春季汽车保养
知识你有了解多少？今天
畅网小编带着这些问题咨
询了汽车保养维修行业方
面的一些专家，并把相关
知识整理，让各位车主有
侧重地对爱车加以呵护，
必能事半功倍。

清洗散热系统
首先说的是循环系统，

包括油路和水路两部分。
经历了一冬风沙的考验，
汽车水箱的散热器和汽车
空调的冷凝器上面肯定都
附着了不少的灰尘，这些
灰尘小则造成水箱散热不
利，发动机水温过高、夏
季空调不凉等故障，严重
了还会造成汽车机件的早
期损伤，所以开春了一定
要清洗一下车辆的散热系
统。

清洗时注意不要只清
理水箱的外表灰尘，而且
不要上来就用水冲洗，因
为高压水很有可能将灰尘
和成泥二次送到更不易清
洗的地方。正确的方法应
是，先将固定水箱的螺丝
松开，仔细将水箱的里外
都用高压空气吹净，最后
再用水冲净。

保持油路通畅
至于春季油路的养护，

应到专业的维修站先检测
一下节气门和喷油嘴等部
位是否清洁，因为即将到来
的夏季是开空调的高峰时
期，加上现在油价的一路走
高，以上部位的不畅无疑更
会加大汽车的耗油量。

换上夏季机油
然后要说的是机油，

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小轿车
都已使用了四季通用的机
油，但在北部一些寒冷地
区，车辆用的机油仍有冬、
夏之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您一下，春暖花开该是换
上夏季机油的时候了。

及时补充冷却液
接下来要检查的是汽

车散热系统的冷却液储存
罐，一般来说寒冷季节车
辆冷却液的蒸发消耗量很
低，但进入春季以后，因
气温升高的缘故会加大冷
却液的消耗，所以应经常
检查液面高度，注意及时
补充冷却液。

更换雨刮器
其次，随着春季的到

来雨水季节也会马上到来，
所以对爱车雨刮器的检查
不容忽视。平时非雨季要
用雨刮器清洗前窗时，应
配合玻璃清洗液一起擦拭，
这样可以避免雨刷条的提
前损伤。如果在与玻璃液
一起使用时仍不能完全刮
净或雨刮支杆不能将橡胶
条压实，以及橡胶叶片出
现 老 化、 硬 化、 裂 纹 等，
那就需要更换一副新的雨
刮片了。更换叶片的工作
并不复杂，到汽配城花几
十元买副新的，自己动手
就能换上了。

总之，春季爱车保养
因 人、 因 车、 因 地 而 异，
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要求，
多关心一下爱车的健康它
才能更好地为人服务。

本报讯  近期，我县狠抓作

风转变，在全县领导干部中开展

“走基层抓落实促发展”活动，受

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为了密切联系群众，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从今年起，

我县要求每名县级领导每年下基

层调研不得少于 2 个月，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少于 10 天，

结对帮扶困难群众不少于 2 户，

办实事不少于 5 件；每名科级领

导每年下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

同劳动不少于 30 天，结对帮扶困

难群众 2户，办实事不少于 3件；

一般干部也要定期下基层开展工

作，为群众办实事。同时要求，

新提拔的后备干部必须要有到基

层锻炼的经历，组织部门要有计

划的安排后备干部到企业、农村

和社区担任职务，加强与群众的

交流与沟通。

记者在凤州镇苍坪村见到驻村的县政

府办干部王丁时，小伙子正和 2 名同事在

该村村道边栽树，几个人忙的不亦乐乎。

“已经工作 5 年了，因为一直干办公室工

作，全县 9 个镇 100 个村，好多地方都是

从文件上知道名字，也没有机会真正去了

解，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到写材料的时候，

才到处搜集资料拼凑。”他边擦汗边说：“现

在有机会吃住在村子里，和群众一起生活、

劳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知道

的多了，感觉自己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变了，

就连领导都说我现在写的材料开始说人话

了。”“群众怕我们干活累着，其实我倒觉

得比一直坐办公室有意思，锻炼身体还能

开阔眼界！”旁边正在浇水的小杨说。

据不完全统计，自我县开展“走基层

抓落实促发展”活动以来，全县领导干部

已下基层 2400 多人次，为群众解决急难事

600 余件。下一步，还将强化措施，常态

化开展干部下基层活动。         （刘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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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全市文物旅游工作会

议上传来喜讯，凤县人民政府获得 2012 年

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工作先进单位，县文

物旅游局获得 2012 年度全市文物旅游工作

先进单位，凤凰湖景区获得 2012 年度旅游

行业“游客满意单位”，双石铺镇马场村被命

名为第三批陕西乡村旅游示范村。

2012 年，县文物旅游局先后开展了“六

扫除六确立”、 “三问三解”、 “纪律作风大

整顿，导游业务大提升”等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干部齐心协力谋发展、激情干事挣

一流的良好氛围，我县文物旅游工作取得

了长足发展，七彩凤县的知名度、美誉度

进一步提高，大秦岭的会客厅享誉省内外，

凤县旅游赢得了多项殊荣，先后荣获陕西

省旅游示范县、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魅

力陕西—2012 中国旅游总评榜年度风尚县

域、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作先进县、

全市中秋国庆双节旅游工作先进县、第六

届中国西部文博会宝鸡代表团参展组织工

作先进县等 10 余荣誉称号。    （秋夏成）

文物旅游工作全市
评比摘取 4 项桂冠

■ 3 月 18 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召开，回顾总结了 2012 年工作，安排

部署了今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并

对 2012 年度全县安全生产工作 15 个先

进单位、13 户先进企业和 15 名先进个人

进行了通报表彰；县政府与 9 个镇、18

个安委会成员单位签订了《2013 年度安

全生产责任书》。            （任小锋）
■ 3 月 18 日，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

任务分解落实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宣读

了县政府《关于印发 2013 年政府工作报

告任务分解安排的通知》，明确了各项任

务的责任主体、配合单位和时间进度要

求，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狠抓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何鹏）
■  3 月 19 日，我县召开组织宣传

统战武装暨精神文明工作会议，会议宣

读了 2012 年凤县组织宣传统战及武装工

作先进单位的表彰决定，并向省、市、

县级文明单位授牌；会议部署了 2013 年

组织、宣传、统战、武装及精神文明工作。

                         （刘鸿）
■3月21日，我县召开财政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今年财政工作。会议听取了凤县

财政工作报告，县地税局、国土资源局分

别作表态发言，县委县政府与相关财税征

收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市财政局赵克

林教研员对我县 2012 年的财政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并对全县今年的财政工作做了

专业分析和指导。              （刘鸿）
■3月 22日，我县召开国土资源工作

会议，全面总结2012年全县国土资源工作，

安排部署2013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听取了

凤县国土资源工作报告，县委、县政府与

各镇签订国土资源工作目标责任书，市国

土资源局局长孙新文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

我县 2012年国土资源工作，并对 2013年

国土资源工作进行了指导。        （何鹏）

■ 3 月 26 日，2013 年卫生和人口计

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读了我县

2012 年度卫生及人口计生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县卫生局做了今

年全县卫生工作报告；县计生局做了今

年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报告；县政

府与各镇、有关部门及企业签订凤县创

建省级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目标责任书

和 2013 年度卫生、人口计生工作目标责

任书。                        （童军）
■ 3 月 28 日，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党

支部书记培训班开班。培训内容为党的

建设、经济构成、政策流程、企业文化、

工作措施等方面内容，主要学习“非公

企业党建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非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关于凤县非公企

业的党建工作”等相关知识。培训前县

委组织部还为参加培训人员发放了《非

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学习培训读本》。

                         （何鹏）

会议短波


